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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一警多能、一所多用！矛盾纠纷解决在最基层

临清“队所协同”助力警务效能大提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延涛 吴成功

“乡镇派出所治安干警能处理事故，基层交警能管理治安、调解矛盾纠纷，在派出所能一站式处理交通违法、办理车驾驾管业务……”在警力无增长
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基层警务效能？———“队所协同”！这是临清公安交警给出的答案。

自去年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临清公安交警创新理念，通过一警多能、一所多用，最大限度整合警力资源，最大限限度服务群众，在金郝庄、松林
两地逐步试点推行“队所协同”模式，有效提升了警务效能，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了辖区群众的普遍点赞。

一站办理

两家业务不用“两头跑”

“这里离家近，省时方便！”7
月22日上午，在临清市金郝庄派
出所，刚换领完驾驶证的孙女士
一脸兴奋，“交警的业务在派出所
里就办了，以前得跑到市区，得半
天的时间”。“队所协同”模式推行
后，像孙女士这样的受益群众比
比皆是。

临清交警大队大队长张永健
介绍，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夯实
基层警务基础，临清公安交警以

“跑一次”为标准，以“零跑腿”为
更高要求，通过“队所协同”模式，
与金郝庄派出所、松林派出所相
结合，开放共享相关警种信息和
部门数据，在派出所增设交通违
法处理和车辆驾管业务窗口，由
户籍民警统一受理车驾管、交管
等相关业务，实行一站式服务，极
大的方便了群众。

在“队所协同”模式的金郝
庄、松林两地派出所，群众可办理
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免检车辆委
托异地检验、变更联系方式、补换
牌证等多项业务；在驾驶证方面，
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补证，变更
电话号码等业务。

“一上午的时间，就有10多名
周边居民前来办理罚款缴纳、补
换行驶证和核发检验合格标志等
交管业务，免去了以往的两头跑，
极大的方便了他们，真正实现了
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金郝
庄派出所所长刘西新说。

一警多能

突发事故处理“再提速”

7月14日，在金郝庄镇污水处
理厂附近，两辆私家车发生了追
尾事故。在接到122转接来的信息
后，金郝庄派出所迅速出警。5分
钟到达现场后，民警详细了解了
情况，并通过交管12123平台很快
将事故处结，路面交通秩序很快
恢复正常。看到这里很多人也许
会疑惑，怎么派出所的干警还能
处理交通事故？这便要归功于“队
所协同”模式。

派出所民警同基层交警通过
培训交流深度融合业务，在实现
一警多能的基础上，“队所协同”
模式利用联动机制，把派出所作
为事故科和交警中队的有效补
充。市民拨打报警电话之后，附近
派出所民警能够首先到达现场，
并利用交管12123平台就近处理
适用于简易程序的轻微交通事

故，为群众节省时间，不但解决了
“战线”过长问题，提高了工作效
率，而且还有效减少了现场被破
坏、双方矛盾升级、造成交通拥堵
等不利因素。

“原来乡镇出现交通事故，事
故双方拨打报警电话的话，乡镇
的交通事故一般需要交警中队来
协调处置，但现实是并不是每个
乡镇都设有交警中队，因此乡镇
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事故双方都
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给群众造成
不便。”临清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姚

传龙介绍。由于临清市东西方向
跨度大、距离长，之前交通事故多
发时，处警民警不够，只能“连轴
转”、“赶场子”，这种类似的事故
处理起来效率打了折扣，极大地
影响了处警速度和群众满意度，
如今要快多了。

一体协作

矛盾纠纷解决在最基层

对社会来说，“队所协同”模
式带来的还不只是群众办业务时

的便捷。一些警务工作通过这种
一体化协作运行，像事故纠纷等
矛盾处理及时了很多，很大程度
上解决在了萌芽状态，极大了提
高了警务工作效能。

以往受警种限制，派出所民
警在处置交通事故有时难免在制
图或勘查上不到位，移交交警后
还要重新勘查，影响案件侦查；而
交警对辖区治安、人口等辖区情
况不熟悉，导致在案件侦查、矛盾
调解等工作出现被动。在队所协
同模式下，临清公安交警借鉴“枫
桥经验”，通过加强社区治安民警
的交通法律法规、交通事故现场
处理等交警业务培训和交警的治
安管理、矛盾纠纷调解等派出所
基础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民警综
合业务素质。这样一来，在处理交
通事故时，民警的群众纠纷调解
能力使得事故处理更加圆满、快
捷；在摸排逃逸车辆时，扎实的群
众基础又使工作如虎添翼。各警
种的优势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并且产生了战斗力倍增的“化学
效应”，形成“警种联手、依靠群
众、化解矛盾、依法治理”新格局，
实现了基层基础建设的群众效能
优化，走出了一条“立足基层组
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
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路子。

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收官战，道口铺街道科学安
排多措并举，强化问题排
查、整改，努力实现脱贫攻
坚问题全清零。

该街道进一步压实工
作作风，抽调一线骨干力量
组建4个扶贫核查小组，对

全街道31个村的扶贫工作
进行一次脱贫质量全面“回
头看”，对排查发现的3大类
40多个问题建立清单，逐户
分析研判，细化分解任务，
开展专项行动，确保事情、
任务都到人、到岗、到责，以
督导跟踪、清单销号等方式

加快整改落实，达到收入真
实可信、住房安全加固、环
境舒适卫生的整改标准。

截至目前，该街道安排
扶贫就业新增10人，修缮门
窗120户，偏房院墙安全加
固98户，购置家具145件、清
理垃圾130方。 (李凤国)

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扎实推进脱贫攻坚问题清零工作

“邻人串门到我家，喜
气洋洋闲拉呱。不说帝王将
相事，只把扶贫政策夸。”

“产业扶贫见成效，村庄面
貌日益新。富了不忘共产
党，时刻感恩领路人。”近
日，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王
庄村贫困户王友印所作《颂

歌给党听》组诗，在微信群、
快手圈里疯传，表达了一名
脱贫群众对党的扶贫政策
无比感恩之情。

2016年王友印被村里
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一直
爱好写诗的他，虽然文化水
平低，但就是想借诗词来说

一说自己的心里话，“我得
到了国家的帮助，得到了党
的关怀，心里非常温暖，村
支部帮我想办法脱贫，我也
很感谢，正是由于国家的扶
贫好政策，才能让我的日子
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李凤国)

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王友印脱贫路上与诗歌同行

为真正把城乡低保这
一惠民政策落到实处，阳谷
县寿张镇充分发挥第一书
记、县直帮包干部、帮扶责
任人作用，确保做好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低保办理中做
到应保尽保。

寿张镇党委、政府成立
低保核查小组，由镇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纪
委、民政、扶贫办等有关部
门负责人任成员。低保核查
中，坚持“应保尽保、应退尽
退”的原则，实行公开、公
平、公正动态管理，以申请
对象的书面申请材料为依
据，帮扶责任人对拟新增家
庭的情况进行详细询问，查

看实际生活状况，将使低保
救助工作做到更实、更细、
更准。

经过核查，全镇67个行
政村共有低保户735户，共
计1151人，真正发挥了民政
部门在脱贫攻坚中政策兜
底的作用。

(张中良)

阳谷寿张：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应保尽保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阳谷县金斗营镇积极挖掘
贫困户致富典型，用身边人
的身边故事教育引导身边
人，努力营造安贫可耻、致
富光荣的鲜明导向，才能激
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干劲
决心。

金斗营镇通过表彰脱
贫先进个人，激发脱贫致
富动力。该镇长期开展建
档立卡贫困户树典型活
动，以典型引路，表彰脱贫
攻坚先进典型，充分发挥
典型示范作用，在贫困户
中树立以脱贫致富典型的
言行为标杆，培养贫困户

自身脱贫的主动意识，凝
聚勤劳致富的强大动力，
在获得外部“补血”力量的
支持下，增强自我“造血”
能力，不断激发贫困户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精神力
量，力争早日甩掉“穷帽
子”，拔掉“穷根子”。

(王长军 武琦)

阳谷金斗营：以致富典型推动脱贫攻坚

聊城度假区坚持以舆论
为先导，通过召开会议等扶
贫宣传形式、丰富扶贫宣传
内容，拓宽扶贫宣传阵地，为
全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良好
的舆论氛围和精神动力。

组织各镇街及时召开
专题会议，认真传达上级相
关扶贫文件和会议精神，使
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熟悉、掌
握上级政策和安排部署；定
期或不定期召开脱贫攻坚

相关培训会，特别是对分管
领导和扶贫办业务人员进
行业务培训，促使他们在了
解掌握上级指示精神的同
时，真正成为脱贫攻坚行家
里手。 (张扬)

聊城度假区：营造扶贫攻坚浓厚舆论氛围

在聊城度假区朱老庄镇党委、政府
的号召和倡议下，高堤口村、魏营村、韩
庄村、徐集村全村党员为贫困户捐款，
这些善款主要用于改善贫困户的生活
环境，促进双提升。

高堤口村率先发动党员为贫困户
捐款1000余元，50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高
立海，更是撸起袖子为贫困户搬砖盖

房；魏营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河第一时间
献出爱心，村党支部将贫困户分包到
人，党员出义务工为贫困户清理卫生、
修房屋……该镇59个行政村的党员干
部，他们变身粉刷匠、搬运工、清理工，
做实做细脱贫攻坚工作，在困难中检验
党性、提升修养，为早日取得脱贫攻坚
战的胜利而不懈努力。 (张扬)

党员捐款捐物出人出力献爱心

6月24日，农历五月初四，端午节的
前一天，聊城度假区于集镇机关大院来
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牟庄村贫困户米淑
菊，顶着烈日，带着自己亲手包的粽子，
来到餐厅，向该镇所有的扶贫帮包干部
表达自己的一份感恩之情。

“扶贫干部们为了俺们贫困户，操
了不少心，跑了不少腿。我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端午节到了，借这些粽子向
他们表达自己的一份谢意。”米淑菊说。
虽然家里的日子还是有点紧巴，但她还
是花了200多块钱，做成了130来个粽子。

情暖端午，爱心流动。一个个小粽
子，裹满的是贫困户的大感恩。收到这
份爱心回馈，该镇扶贫帮包工作人员们
着实惊喜，也很感动。 (王曦)

聊城度假区一贫困户为扶贫人员送粽子

乐平铺镇成立10余支家庭医生签
约团队，为贫困户提供预防、保健、康
复、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连续性
服务。真正做到打通医患“最后一公
里”。目前，乐平铺镇已实现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贫困户

共签约359户、685人，签约率为100%。医
师与贫困户签的服务协议书涵盖了数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个性化服务。签
约以后，医护人员按照协议内容，以家
庭医生服务的模式，为村民提供基础医
疗服务。

茌平区乐平铺镇：健康扶贫，不让一户掉队

连日来，为确保贫困户生活水平、
居住环境“双提升”工作实效，信发街
道组织扶贫帮扶责任人和村级扶贫
专干深入贫困户家中走访，聚焦贫困
群众的生活难题，分门别类地做好统
计。在此基础上，该街道全面推行“定
制式”帮扶，积极筹备相关物资，并安

排扶贫干部及时将物资送到贫困户
家中，为贫困户送去扶贫关爱。根据
每一户贫困户的实际需要，该街道扶
贫干部进村入户，帮他们安装纱窗，
改造厨房灶台，并送去了小餐桌、床
单等物资，真正把帮扶工作做到了贫
困群众的心坎上。

茌平区信发街道：精准帮扶做到贫困户的心坎里

“大娘，请开门，俺给你送口罩和消
毒液来了”。今年疫情期间，阳谷县金斗
营镇帮扶干部为贫困户送来防疫物资，
并叮嘱贫困户，疫情期间，不信谣、不传
谣、不散谣、不恐慌、不串门、不聚集。

为保障广大贫困户在疫情防控期
间的生命健康安全，该镇坚持扶贫、防
疫“两手抓”，要求帮扶干部免费为贫困

户消毒，免费发放防疫物资，嘱咐贫困
户在疫情期间要注意有关事项。同时，
要求着重对贫困人员进行摸排帮扶，逐
一到困难家庭中进行走访，详细为他们
介绍疫情科学防控知识，引导他们做好
科学防控，消除大家对疫情的恐慌情
绪，并叮嘱他们加强自我防护意识。

(王长军 武琦)

阳谷金斗营：坚持防疫和扶贫两手抓

“队所协同”模式下，派出所干警也能处理交通事故。


	L06-PDF 版面

